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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奉献 铜陵有色好员工

中铁建铜冠公司现有 70 名员
工，分别来自集团公司内外不同的单
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肩负着
铜陵有色上下数万员工和家属的重托
和使命，不远万里来到厄瓜多尔，成为
集团公司第一个海外矿山项目建设的
拓荒者。他们舍小家顾大家，在这里奉
献着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他们，是铜陵
有色好员工。

“如果配电开关柜使用功能受到
影响坚决不能用，如果只是影响到局
部美观，可以通过改进试试。”在回国
探亲的途中，李冬的电话不时响起。

李冬来米拉多铜矿之前，已是冬
瓜山铜矿选矿车间主任。20 多年来，
经过国内大型先进矿山艰苦锤炼，成
长为既精通专业又擅长管理的复合型
人才。

为了集团在海外第一个大型现代
化矿山项目，肩负着米拉多铜矿选矿
筹备工作的重任，他每天围着选矿的
图纸、订货、安装转。由于技术人员少，
哪怕每一张图纸、每一个物件，他都要
做到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今年 36 岁的周生给人第一印象
是书卷气比较浓，见人略显腼腆。他大
学毕业后分配到冬瓜山铜矿从事采矿
技术工作，2010年调到中铁建铜冠投
资公司，算得上该公司“元老级”人
物，现任米拉多铜矿采矿部副经理。

周生的父母都已年过七旬，生活
在农村，身体都不是很好，为了让周生
在国外安心工作，每次电话家里总是
报喜不报忧。母亲多次生病，他不在身
边；父亲胆结石开刀，他又不在身边。

他说，最割舍不下的是他那还很
幼小的女儿，他和妻子都是中年得女，
妻子 30 多岁才怀上这个宝贝孩子。
去年 11 月底，女儿眼部做外科手术，
他也没能回去。想念女儿的时候，就通
过视频电话看上一眼，每每在视频电
话中听到女儿稚嫩的呼唤声：“爸爸，
你何时回来呀，我好想你！”他就控制
不住自己的眼泪。为了不让自己思女
心切而分心，他现在每周控制自己只

联系家里一两次。说到这里，周生顿生内
疚，他的双眼红了，眼眶噙着泪花。

周生说，他每次探亲回家，都是来去
匆匆，大部分时间还要在中铁建铜冠公
司总部忙业务，很少在家专门陪女儿，一
个月假期一晃就过去了。今年 8月底探
亲回家，他还要完成国内采矿生产招标、
酸性水库招标的文件编制、修改、审检等
工作。他说，等米拉多铜矿建成了，他也
掌握了大型露天采矿技术，所有付出都
是值得的。

“父亲养我小，我却不能送他终
老。”刚刚三十出头的米拉多铜矿财务
负责人黄雷，面对记者采访，他强忍着泪
水，一遍遍责怪自己。原来，今年 7月 21
日，他突然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匆匆赶
回。当他还沉浸在丧父的悲痛之中，接到
单位的电话，由于集团公司对米拉多铜
矿进行财务审计，作为财务负责人的他
必须赶回配合。他强忍心头痛楚，擦干眼
泪，背起了行囊。

无独有偶。这种事发生在他身上
今年是第二次了。今年 5月 17 日，医
院产房中分娩的妻子既痛苦又害怕，
多么希望有他陪在身边，望眼欲穿到
孩子降生，还是没有等到他回来的身
影。当他回到家的那一刻，已是一周之
后。可是在家里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
接到回营地电话，单位有紧急任务，需
要他速速归队。

“既然回来了，且领导都批准假
了，就不能陪我和孩子多呆几天吗？”
一向很开明的妻子向他埋怨起来。一
边是矿山事业，一边是儿女情长。他的
内心就像打翻了的五味瓶。但命令如
山，他必须坚决服从。

……
参与米拉多铜矿建设的集团公司

成员企业还有铜冠矿建公司、铜冠建
安公司、鑫铜监理公司等单位。他们派
出精兵强将，为了米拉多铜矿的开发，
同样也是历经千辛万苦，同样也是可
歌可泣。

在国外南征北战十余载的铜冠矿
建公司，这次遇到降雨量大、地质条件
极其复杂的米拉多铜矿，也是“老革
命”遇到了“新问题”。该公司主要担
负着米拉多铜矿废石胶带隧道井巷工
程、铜达伊米尾矿库初期坝施工导流
工程和矿石转载巷道工程，隧洞开拓
总长度达 4公里。

“今年来，铜达伊米河发生过 7
次洪水，导流洞出口的路桥 3 个月时
间就被雨水冲毁 7次。在目前开工的
五个隧洞巷道中，没有哪个巷道没有
垮落过。” 铜冠矿建公司米拉多项目
部负责人漳立永说。

由于隧洞时常出现垮落，危及到
人身安全，他们及时调整施工方法和
工艺，由之前 6 米的断面施工缩短为

现在的 3 米，拱架由以前 100 厘米间距改
为现在 50 厘米。并在掘进后立即进行喷
浆，确保隧洞岩石稳固。对于大巷道施工，
实行台阶作业法，两次分层施工，确保了
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

铜冠建安公司承建的是米拉多铜矿
选矿沉淀池项目。这个项目工程量不大，
难度也不大，但对铜冠建安来说，意义却
很大。这是铜冠建安公司第一次走出国门
承接矿山建设项目。

“由于当地矿业欠发达，矿山物资购
买困难，不像国内，这里是卖方市场，有钱
在这里都不容易买到货，更不像中国有
‘淘宝’，像国内常见的空压机、电缆、电
线等，在这里都十分短缺；有些小的备件，
甚至要在整个国家到处跑着找，实在购买
不到的话，就要从国内紧急发运，这样很
耽误时间。”铜冠建安公司米拉多项目部
负责人蒋科宏说。

日前，铜冠建安承建的沉淀池项目已
经通过了竣工验收。在收获之余，蒋科宏
感慨颇多。他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在国外
干工程首先要学习和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我们刚来时，真是两眼一抹黑。比如，厄国
规定，艰苦岗位员工一天工作只有 6 小
时，干 8 小时就要付 2 个小时加班费；每
个项目部必须要配卫生诊所；员工宿舍都
要铺地砖；员工的伙食不仅要有花样，营
养热量还要达到标准大卡；中外方用工比
例系数 1 比 4，100 个用工人员中要有 4
个残疾人等等，你稍不留神，就会触犯所
在国法律，许多麻烦都会主动找上门
来。”

蒋科宏表示，路是人走出来的。在米
拉多，他们还能够近距离地学习中铁建、
十五冶等一批央企项目管理经验，主动适
应市场，主动与央企对标，努力促进自己
的队伍成长。说到这些，他又显得信心满
满。 本报记者 夏富青

不用扬鞭自奋蹄
———走进建设中的米拉多铜矿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讯 9 月 21 日至 22 日，集团

公司组织召开 《铜陵有色铜官山铜矿
五公里尾矿库闭库治理工程安全验收
评价报告》专家评审会，对铜官山铜矿
响水冲尾矿库、五公里尾矿库，以及凤
凰山铜矿相思谷尾矿库闭库治理工程
安全设施进行竣工验收。集团公司党委
委员、副总经理胡新付参加出席评审
会。

项目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评价单位对该工程
建设情况的汇报，查阅了相关资料，
实地踏勘了工程现场，并进行了质询
和讨论，最终一致认为，三座尾矿库
闭库工程的评价单位、设计单位、施
工单位、监理单位具有相关资质，符

合国家相关规定；尾矿库闭库治理工
程有已通过批准的闭库治理前安全
现状评价报告、闭库治理工程设计、
闭库治理工程安全验收评价报告，相
关程序符合国家规定；尾矿库闭库治
理工程安全设施符合设计，安全设施
配套完善，竣工资料与图纸齐全、规
范。

铜官山铜矿五公里尾矿库、响水
冲尾矿库，以及凤凰山铜矿相思谷尾
矿库闭库治理工程于 2010 年 10 月
1 日开工，分别于 2012 年 6 月 30
日、2013 年 10 月 1 日和 2015 年 3
月 10 日完工。现三座尾矿库闭库治
理工程安全设施全部通过竣工验收。

本报记者 陈潇

集团公司响水冲等 3座尾矿库
闭 库 工 程 通 过 竣 工 验 收

本报讯 随着国庆、中秋两节
的临近，铜山矿业公司不断夯实综
治维稳防控堤，做到防患于未然，全
力打造平安和谐稳定的内部治安环
境，喜迎“双节”和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两节”即将到来，又逢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前的关键时期，该公
司以迎接宣传党的十九大为主线，
以构建“和谐企业”和打造“平安
矿山”为原则，有效发挥内部网络、
有线电视、宣传栏、电子显示屏等媒
介作用，引导广大干部职工充分认
识到抓好“双节”及党的十九大期
间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
正确的舆论导向，围绕当前形势任
务、矿山生产经营、降本增效、安全
环保等重点工作进行全方位报道，
突出重点、深入挖掘，唱响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营
造良好舆论氛围。同时，该公司充分
认识做好党的十九大安保工作的重
要性、艰巨性和紧迫性，以确保内部
要害、重点部位安全，以不发生治安
灾害事故、防干扰滋事、防重大事件
（事故）发生为重点，印发了《关于
党的十九大及国庆期间维稳内部治
安保卫工作预案》，明确责任，细化
任务，将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坚持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
可能影响公司内部稳定的各类矛盾
的排查，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早调

解，切实把各种影响稳定的不利因素
消灭在初始阶段。

“两节”及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
该公司保卫部加大治安防范力度，坚
持 24 小时值班备勤制度，加强矿区要
害、重点防控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的
防盗、防火灾、防事故、防破坏为重点
的排查力度，做好重点目标、要害部位
安全保卫工作，加强民爆物品、危化品
在运输、储存、使用、退库等环节的管
理，做到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到位，
堵塞漏洞，确保安全。

针对特殊时期下的信访工作形
势，该公司从思想教育入手，加强对职
工法制教育、形势任务教育，提高职
工法制观念，强化稳定意识，确保特
殊时期职工思想动态稳定。同时，还
将维护和实现职工的根本利益作为
信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信
访稳定工作作为保稳定促发展、构
建和谐矿区的重中之重来抓，建立
畅通、有序、务实、高效的信访工作
秩序，坚持每周矿领导和相关科室
部门领导开门接访工作，加强信息
收集，对职工反映的问题，认真分析
研判，积极做好释疑解惑工作，把信
访苗头性隐患消除在内部、化解在
基层、避免引发重信重访，出现越级
上访，非正常上访等信访问题，为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着力营造和谐
稳定的矿区环境。

张 霞 任建中

筑牢维稳防控堤 构建和谐矿区

铜山矿业公司

9 月 22 日上午，集团公司第五届职工运动会拔河比赛在安工学院举行。此项
拔河比赛是集团公司第五届职工运动会的第十一个比赛项目，共有 20 个基层单位
350 名职工参加，比赛分 A、B 两组进行。经过半天的紧张比赛，铜山矿业公司、冬瓜
山铜矿和凤凰山矿业公司代表队分别获得了 A 组一、二、三名，铜冠投资公司、工
程技术分公司和矿产资源中心代表队分别获得了 B 组一、二、三名。图为获得A组
第一名的铜山矿业公司代表队正在比赛。

本报记者 王红平 摄

9 月 22 日 7时 30分，天马山矿
业公司选金车间碎矿大班检修班员工
张金龙走进派班室将一饭盒白粥放入
微波炉中准备加热。

“热不起来了，微波炉坏了。我刚
才热包子时，微波炉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不，将就着吃。”正在吃包子的赵承
志连忙举举手里的包子。

“坏了，那一会我来看看能不能
修？”准备换工作服的任明堂说。

“我刚检查过了，里面的部件老
化了，没法修了。”赵承志摆摆手。

“那咋办？这粥还有点温热，将就
着吃还行。午饭怎么办？那可是从家里
冰箱里拿出来的，怎么吃？”张金龙叨
咕着，伸手取出白粥，坐到桌前，喝了
起来。

“微波炉坏了？”前脚刚迈进派班
室的大班长王跃书闻讯连忙问。

“嗯，坏了。我已经打开检查了。
还真是麻烦，里面的部件都老化了。这
机子是老款式，又用了好多年，早就不
生产了，零配件已经没有的卖。”赵承

志摇摇头说。
“哦。”王跃书沉吟道。“那这样，

戚翔，你今天上午的任务就是上街买
台微波炉回来，确保中午大家有热饭
吃。”

“好，我现在就去。”戚翔抓起车
钥匙，快速地走出了派班室。

中午时分，一台崭新的微波炉放
在了检修班派班室里，饭菜的香味在
派班室里流淌，流进了每个人的心
里，暖暖的、甜甜的。

“只有服务好员工，解决他们的
后顾之忧，才能让员工更加愉快地工
作，促进安全生产。”大班长王跃书
说。

细微之处显真情。正是透过这些
细微的小事，呈现出的却是对员工们
满满的真情。员工们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他们把感动化作动力，把温暖
升作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也让碎矿大班再次捧回了公司“优
秀标准化班组”奖牌。

吴奕敏

细微之处显真情
9 月 21 日，在凤凰山矿业公司选

矿车间磨浮工段，20 日奋战到凌晨一
点多才得以休息的 12 名铜冠建安安
装公司员工，今天，又打起精神，忙碌
在检修现场。

5 天前，凤矿选矿车间磨浮工段
停产检修。由铜冠建安安装公司承揽
此次检修任务。该公司主要负责着现
场棒磨机出料端轴承的更换，棒磨机
中空轴的拆除、测绘、修复和安装，以
及棒磨机进料装置、出料装置、小齿轮
轴以及操作平台的拆除和安装。

“凤矿棒磨机检修是我们今年承
揽的第 11 个检修项目，前面十项任
务都已经顺利完成。”现场负责人吴
小虎很是自信，对于重点设备的检修，
该公司有着丰富的经验。

尽管如此，仍不敢大意。“在拆除
各项部件时，我们尽可能的减少损害，
哪怕一个螺栓，也尽量保持它的完
整。”吴小虎解释，作为老矿山，凤矿
所使用的棒磨机为 70 年代进口的瑞
典设备，相关部件都是 70 年代英制
的，年代久远，且各国行业标准不一，
损伤的部件在市场上难以寻找到。

棒磨机直径 2.9 米，长约 4 米，重
约 180 吨。在顶起棒磨机拆除相关备

件时，易发生倾斜。而购买设备时，厂家
未给矿山留下任何图纸，制作检修方案
时，没有数据可参考。“我们完全是凭借
经验。”吴小虎说，该公司制作了支架和
元宝座，在工作过程中严格按照施工方
案操作，确保了设备的稳固。
在拆除中空轴时，发现中空轴连接处的
螺栓腐蚀严重，前期业主对其全部进行
了焊接，当时保证了生产，此时却为检修
带来难度。

拆除中空轴后，又发现其磨损严重，
只好连夜将其返厂。这设备一去一回，就
需要两天时间。工作量增加了，工作难度
增大了，工期却由原来的 10 天缩短为 7
天，怎么办？

“我们正在全力以赴。”吴小虎说，
前期做了充足的准备，现在要人有人，要
设备有设备。现场的 12 名施工人员，就
租住在项目附近，早晨七点开始施工，晚
上最早也是 9点钟下班。

“昨天晚上一点才睡，今个一早就
过来啦。”检修队伍里唯一的一个女工
邵秋爱接过话茬：“我们一般接的都是
急难险重的活，大家都习惯了，也很骄
傲。”

在选矿车间，有员工侧身站在棒磨
机出料端，仔细打磨着中空轴与棒磨机
筒体连接部分。一旁，三四个人围着已经
拆除下来的小齿轮轴，一遍一遍的对其
进行清洗……看着忙碌的众人，吴小虎
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我们一定会
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陈 潇 汪建国

昼夜不停检修忙

工作中的有色员工。

建设者们在研究工作。


